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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甘 慧

随着 2 月 26 日冬季转会窗

口截止日的临近，申花新赛季的

首批离队球员确定。上赛季租借

给青岛队（青岛黄海）的周俊辰、

王伟基本上将继续为青岛效力，

高迪则很可能加盟浙江绿城。

春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申花就遭遇了转会谣传。某天

津媒体报道，由于母公司苏宁陷

入资金困境，上赛季获得队史首

座中超联赛冠军的江苏队，有多

?球员将解约或转投他队，其中

谢鹏飞转会上海申花。

对于这则不实消息，申花新

闻官马悦特意出面辟谣：“这新闻

编得我差点都信了，居然还能细

节到‘几个小时前已定’。不管

‘作者’出于何目的，这种做法不

可取！”

其实，去年联赛结束后，高乐

部根据崔康熙教练组的意见，确

定了新赛季的引援策略。鉴于上

赛季国内球员的表现相当不错，

因此申花将保持现有国内球员的

班底，从而保证阵容的稳定性和

默契度。也就是说，新赛季申花在

内援方面不会有太大的调整。

这几年的稳定投入以及上海

的城市魅力，使得申花在转会市

场上一直比较有吸引力的。去年

联赛结束后，确实也有一些球员

表达了想加盟申花的意愿。不过，

至少到目前为止，申花的引援策

略并没有改变，高乐部新赛季的

引援重点在于外援的调整。

高乐部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着引援工作。球队在结束约一周

的春节假期后，已于大年初五重

新在康桥基地集结，进行冬训第

二阶段的备战。

春节前的第一阶段冬训，申

花共有 36 ?球员参加，包括了去

年租借在外的朱建荣、王伟、周俊

辰、蒋圣龙、刘若钒、高迪、丛震、

陈钊等，还有从预备队抽调的徐

浩阳，孙沁涵，苏士豪，何龙海，王

毅，杨泽翔，温智翔等 7?队员。

曾诚因参加国家队集训，缺

席了申花的第一阶段冬训。小将

朱辰杰因内踝切开的固定手术也

缺席了这一阶段的集训。这 36?

队员中只有莫雷诺和金信煜两?

外援，而申花肯定会用满 5个外

援?额。所以，加上曾诚、朱辰杰

以及 3?外援的话，申花的大?

单已达41人。而根据中国足协的

规定，2021 赛季中超球队一线队

的报?人数最多为 35 人，所以申

花必须在现有大?单中至少削减

掉 6人。

上赛季租借至长春亚泰的高

迪，目前已经跟随浙江绿城在中

泰基地进行冬训备战，所以新赛

季他很可能加盟绿城，帮助绿城

完成冲超的目标。对于浙江绿

城，高迪也并不陌生，他曾于

2013 年在那里短期效力过一个

赛季。

去年年底合同到期后，申花

与王伟并没有续约。鉴于上赛季

在青岛队的出色表现，王伟与青

岛再续前缘的可能性很大。

另一位同样上赛季租借青岛

的周俊辰，也极有可能继续到青

岛队进行锻炼。对于周俊辰非常

熟悉和了解的吴金贵，已确定继

续执教青岛队，所以前往青岛队，

对周俊辰这样的年轻小将而言，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据新华社东京 2 月 18 日电

曾参加过四届冬奥会和三届夏

奥会，经受过“冰与火”双重考验的

日本体坛“铁娘子”桥本圣子，18

日正式出任东京奥组委主席。一场

因歧视女性引发的风波，最终通过

一位女性的上位结束。

1964 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前 5

天，桥本圣子出生在北海道，她?字

中的“圣”就是指奥运圣火。作为速

度滑冰运动员和自行车运动员，她

是日本历史上参加奥运会次数最多

的女运动员，从 1984 年到 1996 年

跨越 12年。

桥本圣子的最好成绩是在

1992 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

获得了 1500 米速滑铜牌，自行车

项目的最佳战绩是在汉城奥运会上

获得第五，1996 年，她在参加完亚

特兰大奥运会后退役。

和她的运动生涯一样，桥本圣

子的政治生涯同样非常传奇。早在

退役前的一年，她就当选参议会议

员，后来又连续三次连任。2019 年

9月，她被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任命为奥运大臣兼女性活跃担当

大臣，去年 9月，菅义伟接任日本首

相后，让她继续留任。

在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时，桥本

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体育圈，她曾担

任日本自行车协会和日本滑冰协会

主席，还一度担任过日本奥委会副

主席，并担任 2010 年冬奥会、2014

年冬奥会和 2016 年里约奥运会日

本代表团的团长，是日本历史上第

一位女性奥运会代表团团长。

桥本圣子号称体坛“铁娘子”，

性格火辣，个人情感生活也不走寻

常路。1998 年，她嫁给了带着三个

孩子生活的前橄榄球运动员石崎胜

彦，后来两人又生了三个孩子，成了

6个孩子的母亲。2000 年，她成为

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在任上生娃的女

参议会议员，有媒体报道，直到孩子

出生前两个小时，她还在上班。

东京奥组委自 2014 年 1 月成

立，主席职位一直由前日本首相森

喜朗担任。桥本圣子就任主席，具有

重大的象征意义。东京奥组委执委

会原来设?誉主席和主席各一人，

另设副主席 6人、专务理事一人、常

务理事两人，这些高级岗位无一人

是女性，只有到了理事级别才有女

性的身影。即使在 25?理事中，也

只有 7人是女性。

有日本媒体称，森喜朗 2月 3

日发表的讲话，之所以引起日本全

国上下的指责，并在国际上造成重

大风波，也正是因为这种日本社会

中根深蒂固的男女不平等。其实不

仅仅是东京奥组委，在 24 人组成

的日本奥委会执委会中，也只有 5

?女性。森喜朗发表的带有歧视性

的讲话，就是针对日本奥委会增加

女性理事的话题。森喜朗当时说：

“有女性在场的会议时间太长了。

而且女人竞争意识强，一个说完另

一个也一定要说。”

今年 56 岁的桥本圣子前一天

被东京奥组委遴选委员会确定为

最后的主席候选人，她随后接受了

出任主席的邀请，并在当天上午向

日本首相菅义伟辞去奥运大臣职

务，这也为她就任奥组委主席扫清

了所有障碍。菅义伟接受辞呈，鼓

励她为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努

力。东京奥组委执委会随后召开会

议，任命桥本圣子为执委会委员。

紧接着，执委会召开由桥本圣子参

加的会议，在会议上任命她为奥组

委主席。

不过，也有日本媒体认为，桥本

圣子上任只是解决了东京奥组委的

面子问题，因为奥组委主席这个职位

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誉头衔，否则

也不会让已经退休的森喜朗担任。

桥本圣子在接受任命后告诉记

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制定防疫措

施，她还承诺举办一届放心安全的

奥运会。桥本圣子向来是东京奥运

会的坚定支持者，去年日本遭受第

二波疫情打击时，外界对东京奥运

会举办前景不看好，连森喜朗也发

表一些模棱两可的讲话，桥本圣子

公开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举办奥

运会”，让人顿生“全日本竟无一人

是男儿”的感叹。

当然，桥本圣子并非没有争议，

争议也是由于她性格过于刚强。在

2014 年索契冬奥会闭幕式后的庆

功宴上，作为代表团团长的桥本圣

子强行索吻花滑帅哥高桥大辅，一

度引发轩然大波，好在桥本圣子事

后道歉，高桥大辅也称自己并未受

到冒犯，风波很快平息。

日本体坛“铁娘子”执掌奥组委
曾公开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举办奥运会”

申花新赛季引援
重点在调整外援

首批离队球员基本确定，谢鹏飞转入传言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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